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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鐘」堵路 救護受阻廿分鐘
電車困東區無法回廠維修 部分需停駛影響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羅繼盛）「佔領」示威者在香港各
主要幹道架設障礙物，嚴重影響交通，已危及市民安全。消防處昨
日透露，昨日有一宗救護服務，因交通擠塞而令原本三四分鐘的路
程，最後需用上24分鐘才能到達，情況並不理想。電車公司則指，
有50輛電車因不能返回西環屈地街電車廠進行預防性及糾正性維修
工作而被困在東區，嚴重影響電車運作及服務，倘電車路段未能盡
快全線開通，在東區服務的電車數量將不斷減少。

消防處副消防總長梁偉雄昨日在警
務處及消防處的聯合記者會上表

示，昨日在3個受佔領行動影響的地區
的火警緊急服務全部達標，但不代表情
況理想。銅鑼灣怡和街上周四發生了火
警，消防及警方需移除路障才可進行救
援，但並無在場人士協助，情況並不理
想。

籲「佔領者」盡快重開路面
他續說，昨日一宗逾時最長的救護服

務，是有一名人士在德輔道中55號門外
頭部受傷，消防派員由上環出發，因遇
到交通擠塞，令原本三四分鐘的路程，
最後用上24分鐘，較平日慢超過20分
鐘，他呼籲「佔領」者盡快重開路面。
同時，「佔領」行動示威者持續佔據

銅鑼灣怡和街，令電車網絡被一分為
二。儘管電車公司分別在屈地街及西灣
河均設有車廠，但交通總部高級警司李
國忠在記者會上表示，西灣河車廠只能
為電車進行緊急維修，如需要大型的維
修，便要使用屈地街車廠。
他續說，由於怡和街部分路段目前仍

被佔據，令電車無法駛至屈地街車廠，
令其中20輛電車因未能維修並顧及安全
的情況下，需暫停服務，而另外30輛則
只能提供有限度服務。電車公司前日曾

派員到銅鑼灣，希望「佔領」者能有部
分時段重開道路，讓在屈地街電車廠完
成檢驗的電車進行更替，可惜並無結
論。
他呼籲示威者應盡快重開道路，維持

電車服務正常運作。
電車公司發言人昨日指，屈地街車廠

用作大型及例行維修，及停泊電車。每
輛電車需每隔8日於屈地街電車廠進行
預防性維修。由於怡和街電車路段被
封，東邊的電車不能返回西環屈地街電
車廠進行預防性及糾正性維修工作，嚴
重影響電車運作及服務。

無法保安全唯停運作
發言人表示，電車公司已盡力在西灣

河電車廠內進行維修，確保行車安全，
但由於西灣河電車廠沒有適當的裝備，
電車無法在西灣河電車廠進行某些必須
的檢查及維修工作。目前於東區的電車
已有2架因未能維修而要停止行駛，另
有16架新型號電車在設計上不太適合在
維多利亞公園附近之緊急夾口掉頭逆向
行駛。
發言人補充，電車公司絕不會容許有

安全問題的電車提供服務，封路越久，
將會有更多電車不適合運作，電車可在
東區提供服務之數量將不斷減少。

許Sir：出棍非為傷人 警有明確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
中」行動已經超過24天，暴力事件屢次爆
發。《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發表署名文
章，引述多名學者及香港傳媒評論，批評
「佔中」暴力不斷升級，行動已經變質，所
造成的損失及負面影響，衝擊大部分香港民
眾的容忍底線，最終難逃「爛尾」結局。不
過，「佔中」對香港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
將延續很長的時間。
《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發表署名文章，

綜合香港多份報章及學者對「佔中」行動的
批評，指出特區政府與學聯重啟對話後，旺
角街頭就發生激烈警民衝突，道路再被堵
塞，顯示幕後黑手依然不肯罷休。

行動變質 淪失理性「佔街秀」
文章指，在「政治狂熱」下，經濟民生亦

要靠邊站，長此下去，香港勢必被拖垮拖
死，700萬市民淪為輸家。「佔中」行動已
經變質、爛尾，連最初的民主抗爭也變得面
目模糊，只是一場失去理性的違法「佔街
秀」。
文章續指，「佔中」一直挾持「沉默的多

數」為「人質」，對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秩序
構成嚴重威脅。反之，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
府一直採取溫和態度，有着現實主義者的穩
定性，證明遠比示威者堵塞街道和「佔領」
公共空間實際得多。

民粹式激進 恐現騷亂暴動
文章又引述旅美學者評論，指「佔中」

者完全沒有他們所推崇的英式保守主義政
治理念的影子，只有民粹式的激進。他們
的所謂「抗議警察使用暴力」，其實是典
型的倒果為因，令要求清場的呼聲日漸高
漲，令人擔心「佔中」將演變成更大的騷
亂或暴動。
文章強調，任何抗議行動都應該以法律為

依據，若以破壞法制的方式進行，即使沒有
暴力，也與「革命」無異。這次極端的「佔
中」行動已經衝擊和破壞了香港法治傳統。
雖然「佔中」肯定不會持久，但對香港社會
造成的負面影響，仍會延續很長的時間。如
果香港失去法治，目前各方面的窘態只會進
一步加重。

神職人員讚警盡忠職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違法「佔領」行動連番觸

發社會衝突。一批神職人員昨日發表聲明，讚揚前線警員
盡忠職守，同時呼籲停止激化警民對立，不要為特區政府
與學聯的對話添加障礙。
逾60名基督教神職人員、學者及機構主管等昨日發表聲

明及發起簽名運動。聲明指，近期前線警員面對巨大壓
力，大部分仍盡忠職守，表現專業，表示欣賞及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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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高等法院前日頒布臨時禁制
令，惟3個「佔領」區的集會者
均拒絕離開，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高永文昨日表示，現時情況
非常不健康。他指大部分人都
認同法治精神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當法院頒布了命令，他希
望示威者尊重法院的命令，離
開現場。
高永文指，擔心「佔領」會出
現暴力事件，引致市民、示威
者、其他人士、甚至執法人員受
傷。「最近亦留意到一個非常不
健康的趨勢，有部分示威者帶小
朋友到現場。」

他不揣測有示威者帶小朋友到
場的目的，但認為一旦偶然引起
衝突，或有人士蓄意引起衝突，
無論如何均對小朋友的安全構成
危險，他重申，集會人士不應蓄
意挑釁或引起一些肢體暴力事件
和衝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之
時，亦要尊重他人，特別是注意
小朋友的安全。
被問及特區政府昨日與學生對

話，高永文認為大家都認清並非
進行一輪談話便有機會解決問題
的事實，而是希望有一個多輪對
話的方式，故大家應該在此基礎
上，繼續選擇以和平、理性的形
式表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民
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連續
上榜「香港市民最熟悉的10名立法會議員」
的9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支持「佔領」的梁家
傑、劉慧卿、李卓人的7人評分下跌，反映在
近期的民眾運動中，各派議員都是輸家。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10月上半個

月，分兩階段訪問約2,000名市民，結果顯
示不同派別的議員，都是近期群眾運動的
輸家。

梁家傑劉慧卿李卓人見新低
在市民最熟悉的「十大立法會議員榜」

中，以絕對評分計，9名連續上榜的議員
中，其中7人的評分較3個月前下跌。當
中，葉劉淑儀、梁家傑、劉慧卿、李卓人4

人評分跌至2008年、2006年、1994年及
1995年新低。
按相對排名看，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繼續
居首，為2013年 4月以來連續第七次奪
冠；涂謹申則自2013年4月後，第二次上
榜排第二；而梁家傑位置不變，繼續排第
三。
計劃總監鍾庭耀稱，不同派別的議員都

是近期群眾運動的輸家，並希望發起和參
與「佔領運動」者，不要忘記運動原意是
透過和平理性商討，及互相尊重去爭取民
主。
他續稱，由於「佔領運動」內部分歧，應
通過民主投票解決，民意研究計劃已準備好
在「佔領區」內進行電子投票，如果要進行
全港性投票，可能要數星期時間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近日的旺角「佔
領」集會夾雜大批激進分子，現場危機四伏，但
警方近日發現有父母竟帶同子女到場，甚至有人
在社交媒體呼籲在警民衝突中利用小童作「人肉
盾牌」。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表示，家長此舉是
將子女當作「人質」、「擋箭牌」，做法卑鄙，
更質問若小孩受傷是否要政府和警方負責。
李國章昨出席一電台節目時，呼籲家長不要帶小

孩參加「佔領」集會，批評家長這樣做等同把小童
當作人質，做法卑鄙。他又認為，家長把小童獨留

在家已經有罪，所以更不應該把小童帶到集會現場，
並質問若小孩受傷是否要港府和警方負責。
就政府與學聯昨日會面，李國章指社會不要期

望一次對話就能解決政改問題，最重要是讓雙方
有平台溝通，打破僵局。對於特首梁振英指有外
國勢力介入「佔中」，李國章指，難有實質證
據，但反問為何「佔領」行動會極有組織；他又
引述網上消息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有資料顯
示資助本港各政黨，至於這是否外部勢力，要交
由社會自行判斷。

李國章批用童作「肉盾」卑鄙

高永文：示威者拒撤「不健康」 挺「佔」議員民望插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等法院前晚發出臨
時禁制令，禁止示威者佔據旺角亞皆老街附近道
路，以及金鐘龍匯道及添美道交界的中信大廈三個
出入口，並禁止阻礙清除障礙物。警察公共關係科
總警司許鎭德（許Sir）昨日表示，希望非法霸佔道
路的示威者尊重法治，盡快離開。
許鎭德昨日在警務處及消防署的聯合記者會上表
示，雖然過去兩天旺角的「佔領」行動並沒有發生
大型衝突，但該區情況仍然險峻，為高風險地區。
由本月3日直至昨日，警方在旺角共拘捕87男7
女，年齡由17歲至71歲，罪名包括普通襲擊、刑事
毀壞、拒捕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而衝突事件中共
收到61名警務人員的受傷報告。
被問及使用警棍的守則時，他表示，警員使用武

力包括警棍時，有明確守則，會保持克制。他強
調，使用警棍的目的並非傷害他人，而是驅趕示威
者及防止襲擊警員或其他嚴重罪行。警員使用何種
武力會視乎現場實際情況作決定，而近期旺角示威
者的行為愈來愈激烈，以暴力衝擊警方防線，接近
暴亂邊緣。

盼兒童青少年勿前往「佔旺」區
許鎭德強調，旺角的「佔領」行動對市民大眾的日
常生活構成嚴重影響，癱瘓交通，車龍伸延至港九多
處，並影響緊急車輛進出。同時，留守者亦夾雜了滋
事及激進分子，挑釁警方，因此，他希望市民，特別
是兒童、學生及青少年，應避免前往該處。
被問及社會各界希望捐款予前線警員，許鎭德表示，
最近有十八區區議會、其他組織及市民，對警方表達
支持及慰問，他代表警隊表示謝意。由於警隊受公務
員接受利益防止賄賂條例規管，而警方內部有福利基
金，是按警隊條例成立。基金的管理委員會，在決定
接受捐款前，會按程序覆核，避免利益衝突。

■■警方連日呼籲市民切勿帶小童到警方連日呼籲市民切勿帶小童到
「「佔領佔領」」區區，，但昨日仍有家長抱但昨日仍有家長抱
幼童走入幼童走入「「佔旺佔旺」」區區。。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示威區
架設的路
障一度延
誤消防車
駛入現場
救火。
資料圖片

■■示威者長時間佔據銅鑼灣示威者長時間佔據銅鑼灣
一段電車路一段電車路，，令部分電車被令部分電車被
困在東區困在東區，，無法駛回西環屈無法駛回西環屈
地街車廠維修地街車廠維修。。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上周四
銅鑼灣怡
和街發生
火警，消
防員及警
員需移除
路障才可
進 行 救
援，但並
無在場人
士協助。
資料圖片


